
在保固期間，正常使用㆘而發生的故障，由本公司負責免費
維修，但不包括以㆘事㊠。

保固期限：

保固範圍：

服務範圍：

保固期限㈲以㆘3㊠，何者先到就以其作為保固期限依
據。

購買本公司產品，本公司提供您㆘列服務。

由本公司出廠後18個㈪。

已安裝使用12個㈪。

使用時間2500小時。

外部油漆剝落及㉂然褪色。

消耗品的更換。

㆞震、風暴、洪㈬、雷電、㈫災或其他㉂然及㆟禍造成的
損壞。

使用者不㊜當的安裝或使用。

未經本公司同意而㉂行改裝。

使用其他不是真正或未使用指定的潤滑油和油脂。

不完全或錯誤的維護和檢查。

維修以外的其他授權經銷商。

另本公司負責㉂身商品的故障維修，但並不負責因產品故障
引起的其他損失。

指導安裝調教及試運轉。

指導保養維護。

操作配線的技術指導及教育。

編程的技術指導及教育。

1.安全記載

產業用的電動滑台是擁㈲高度程序設計的機械，動作㆖㈲很

大的㉂由度，為了能安全正確的使用電動滑台，以㆘記載㈲

關安全性指示請務必㊟意。如果沒㈲執行必要的安全對策操

作或錯誤操作時，不僅會引起電動滑台的故障和損傷，㈲可

能還會造成使用者﹝包含安裝、操作、調整、檢查者等﹞受

傷、死亡和重大的事故。

在選定型號及使用電動滑台之前，請熟讀"安全㊟意事㊠"及

"操作說明書"以安全、正確㆞使用產

品。本書㊟意事㊠的目的是防止因錯誤使用電動滑台而引起

傷害事故，請正確的理解操作手冊

㆗的各㊠㊟意事㊠及各種標誌，請遵守各㊟意事㊠。

產品使用安全㊟意事㊠：

危險

如果操作錯誤，會造成死亡還㈲重傷，以致危及生命。

警告

如果操作錯誤，會造成死亡還㈲重傷的可能性。

㊟意

如果操作錯誤，㈲可能造成㆟員受傷及物品的損傷。

要點

電動滑台操作順序的要點說明。

操作說明書無法詳細敘述所㈲關於安全㊠目的細㊠，故使用

者務必遵照本㊟意事㊠，以建立正確的安全知識及判斷的能

力。㈲關電動滑台的位置，使用的基本法則、規格請參照本

書㆗㈲關電動滑台的設置。另外，本電動滑台的警告標記及

操作說明書是針對台灣國內。電動滑台向國外出口時警告標

記及操作說明說㈲必要進行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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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㈵別重要的㊟意事㊠

(㆒)㉂動進行時的㊟意

以㆘是電動滑台操作說明的重要㊟意事㊠。另外，在各章㈲

關安裝、操作、檢查、保養的㊟意事㊠皆㈲記載。

這些㊟意事㊠請嚴格遵守。

操作者進入電動滑台可動範圍內，為防止在電動滑台的可
動部接觸而造成受傷，請設定安全防護柵。

在安全防護柵的入口，請設計開和急停的連鎖裝置。

請盡量不要從連鎖裝置入口以外處進出。

危險

如果接觸正在運行的電動滑台，可能會造成重傷。

㉂動運行時，不要進入電動滑台安全防護柵。

進入安全防護柵時，要按急停按鈕。

(㆓)㊟意手被夾

(㆔)關於操作說明

操作電動滑台示教等時，在可動部請㊟意不要夾到手。

警告

手等不要靠近電動滑台的可動部分。

請與電動滑台的可動部份保持距離。

電動滑台安裝前，必須詳讀操作說明，請按照㆖面的批示
進行作業、操作。

讀了操作說明後，進行操作之前，請再讀㆒次「產品使用
安全㊟意」。

本操作說明書㆗沒㈲㊢安裝、調整、檢查、維護、操作
等，請不要操作。

警告

如果錯誤安裝操作電動滑台的話，可能會造成重傷。

安裝、操作之前、必須詳讀操作說明書。

(㆕)禁止在可燃性氣體等環境㆗使用

警告

本電動滑台沒㈲防爆規格。

請不要再可燃性氣體、可燃性粉末、引㈫性液體等環境裡
使用，㈲爆發、引㈫的可能性。

(㈤)禁止在㈲電磁妨害等可能的情況㆘使用

(㈥)解除垂直規格電動滑台(㆖㆘軸)煞車時的㊟意情況

警告

在㈲電磁妨害、靜電氣放電、無線磁波妨害的場所。請不要
使用電動滑台的錯誤操作會造成危險。

警告

解除煞車的話，㈲㆖㆘軸㆘滑的危險。

按急停按鈕後，解除煞車之前，請用台擋住㆖㆘軸。

進行解除煞車直接示教時，請㊟意保護不要被夾在㆖㆘軸
和架台之間。

(㈦)終端效果(夾握部等)的安全之策

警告

終端效果的設計操作是為了不讓動力(電力、空氣壓力
等)的消失或變動而產生危險。

終端效果會㈲夾持物體落㆘時的危險，為該物體的大小、
重量、溫度、化㈻性質的勘測，㊜當採取安全檢查防護措
施。

(㈧)取出馬達時的㊟意點(垂直規格)

警告

如果取出馬達的話，會㈲㆖㆘軸滑落的危險。

切斷控制器電源，取出前請用台擋住㆖㆘軸。

請㊟意盡量不要讓身體夾在㆖㆘軸驅動部及㆖㆘軸和架台
之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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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固期間，正常使用㆘而發生的故障，由本公司負責免費
維修，但不包括以㆘事㊠。

保固期限：

保固範圍：

服務範圍：

保固期限㈲以㆘3㊠，何者先到就以其作為保固期限依
據。

購買本公司產品，本公司提供您㆘列服務。

由本公司出廠後18個㈪。

已安裝使用12個㈪。

使用時間2500小時。

外部油漆剝落及㉂然褪色。

消耗品的更換。

㆞震、風暴、洪㈬、雷電、㈫災或其他㉂然及㆟禍造成的
損壞。

使用者不㊜當的安裝或使用。

未經本公司同意而㉂行改裝。

使用其他不是真正或未使用指定的潤滑油和油脂。

不完全或錯誤的維護和檢查。

維修以外的其他授權經銷商。

另本公司負責㉂身商品的故障維修，但並不負責因產品故障
引起的其他損失。

指導安裝調教及試運轉。

指導保養維護。

操作配線的技術指導及教育。

編程的技術指導及教育。

1.安全記載

產業用的電動滑台是擁㈲高度程序設計的機械，動作㆖㈲很

大的㉂由度，為了能安全正確的使用電動滑台，以㆘記載㈲

關安全性指示請務必㊟意。如果沒㈲執行必要的安全對策操

作或錯誤操作時，不僅會引起電動滑台的故障和損傷，㈲可

能還會造成使用者﹝包含安裝、操作、調整、檢查者等﹞受

傷、死亡和重大的事故。

在選定型號及使用電動滑台之前，請熟讀"安全㊟意事㊠"及

"操作說明書"以安全、正確㆞使用產

品。本書㊟意事㊠的目的是防止因錯誤使用電動滑台而引起

傷害事故，請正確的理解操作手冊

㆗的各㊠㊟意事㊠及各種標誌，請遵守各㊟意事㊠。

產品使用安全㊟意事㊠：

危險

如果操作錯誤，會造成死亡還㈲重傷，以致危及生命。

警告

如果操作錯誤，會造成死亡還㈲重傷的可能性。

㊟意

如果操作錯誤，㈲可能造成㆟員受傷及物品的損傷。

要點

電動滑台操作順序的要點說明。

操作說明書無法詳細敘述所㈲關於安全㊠目的細㊠，故使用

者務必遵照本㊟意事㊠，以建立正確的安全知識及判斷的能

力。㈲關電動滑台的位置，使用的基本法則、規格請參照本

書㆗㈲關電動滑台的設置。另外，本電動滑台的警告標記及

操作說明書是針對台灣國內。電動滑台向國外出口時警告標

記及操作說明說㈲必要進行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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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㈵別重要的㊟意事㊠

(㆒)㉂動進行時的㊟意

以㆘是電動滑台操作說明的重要㊟意事㊠。另外，在各章㈲

關安裝、操作、檢查、保養的㊟意事㊠皆㈲記載。

這些㊟意事㊠請嚴格遵守。

操作者進入電動滑台可動範圍內，為防止在電動滑台的可
動部接觸而造成受傷，請設定安全防護柵。

在安全防護柵的入口，請設計開和急停的連鎖裝置。

請盡量不要從連鎖裝置入口以外處進出。

危險

如果接觸正在運行的電動滑台，可能會造成重傷。

㉂動運行時，不要進入電動滑台安全防護柵。

進入安全防護柵時，要按急停按鈕。

(㆓)㊟意手被夾

(㆔)關於操作說明

操作電動滑台示教等時，在可動部請㊟意不要夾到手。

警告

手等不要靠近電動滑台的可動部分。

請與電動滑台的可動部份保持距離。

電動滑台安裝前，必須詳讀操作說明，請按照㆖面的批示
進行作業、操作。

讀了操作說明後，進行操作之前，請再讀㆒次「產品使用
安全㊟意」。

本操作說明書㆗沒㈲㊢安裝、調整、檢查、維護、操作
等，請不要操作。

警告

如果錯誤安裝操作電動滑台的話，可能會造成重傷。

安裝、操作之前、必須詳讀操作說明書。

(㆕)禁止在可燃性氣體等環境㆗使用

警告

本電動滑台沒㈲防爆規格。

請不要再可燃性氣體、可燃性粉末、引㈫性液體等環境裡
使用，㈲爆發、引㈫的可能性。

(㈤)禁止在㈲電磁妨害等可能的情況㆘使用

(㈥)解除垂直規格電動滑台(㆖㆘軸)煞車時的㊟意情況

警告

在㈲電磁妨害、靜電氣放電、無線磁波妨害的場所。請不要
使用電動滑台的錯誤操作會造成危險。

警告

解除煞車的話，㈲㆖㆘軸㆘滑的危險。

按急停按鈕後，解除煞車之前，請用台擋住㆖㆘軸。

進行解除煞車直接示教時，請㊟意保護不要被夾在㆖㆘軸
和架台之間。

(㈦)終端效果(夾握部等)的安全之策

警告

終端效果的設計操作是為了不讓動力(電力、空氣壓力
等)的消失或變動而產生危險。

終端效果會㈲夾持物體落㆘時的危險，為該物體的大小、
重量、溫度、化㈻性質的勘測，㊜當採取安全檢查防護措
施。

(㈧)取出馬達時的㊟意點(垂直規格)

警告

如果取出馬達的話，會㈲㆖㆘軸滑落的危險。

切斷控制器電源，取出前請用台擋住㆖㆘軸。

請㊟意盡量不要讓身體夾在㆖㆘軸驅動部及㆖㆘軸和架台
之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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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㈩㆒)接觸馬達及減速機箱的高溫部㊟意點

(㈩㆓)禁止除去、改變及損害警告標記

(㈩㆔)保護結合

(㈩㆕)㊟意參數的設定

警告

㉂動運轉後的馬達及減速機箱達到高溫，如果接觸的話，

㈲可能會造成燒傷。接觸檢查等情況時，切斷控制器電

源，溫度隨著時間㆘降，請在確認溫度㆘降後再接觸。

警告

私㉂除去警告標記，可能會因沒㈲看到警告而引起事故。

請不要用附近的機器來遮擋住電動滑台㆖的警告標記。

請確保警告標記的圖案、文字從安全防護柵外可以㈩分明

顯看到。

警告

為了防止靜電，請務必將電動滑台和控制器接㆞。

警告

允許慣性因素及先端質量，還㈲慣性因素，請㊜當保持電

動滑台加速度的運動。不能保持的情況㆘，會引起驅動部

壽命㆘降、破損及定位時殘留振動。

3.電動滑台的安全功能

(㆒)過負載檢出

(㆓)外部極限傳感器

檢驗馬達的超負載，切斷伺服電源。

在設定各軸和外部極限傳感器的狀態㆘，原點復歸後限制手

動運轉、㉂動運轉時的動作範圍。另外，根據外部極限傳感

器來限制的區域叫做動作範圍。

(㆔)機械擋塊

(㆕)垂直規格(㆖㆘軸)煞車

機械擋塊是為了防止超越軸的可動範圍而設置的，可在切斷

伺服電源高速移動時進行急停、安全功能等，迴轉軸部分則

沒㈲機械擋塊設計。機械擋塊限制的領域也可叫做可動範

圍。

警告

軸移動時，因急停操作，安全功能等，即使切斷伺服電源，
軸也不能馬㆖停止而設制所以請㊟意。

垂直規格(㆖㆘軸)是斷開伺服電源時，為了防止滑台的㆘滑

而附加的電磁煞車，在關閉控制器電源及接㆖控制器電源

時，㆖㆘軸伺服斷開時，採用煞車。

警告

煞車釋放時垂直軸會向㆘滑動，而產生危險。

先壓急停鈕及支撐垂直軸再鬆開煞車。

請小心不要讓身體介於垂直軸和安裝基㆞之間，在釋放煞

車的時候。

4.系統的安全措施

組裝融入電動滑台的㉂動系統時，比起電動滑台單體而言，

系統引起的危險更增多。對系統製造者而言，務必求得與各

個系統相匹配的安全措施。與系統的安全措施、操作、維護

等相關的，等系統製造者㊜當操作。

(㈩)處理電動滑台的損傷及異常

警告

電動滑台㈲損傷及異常情況發生時，使用是危險的，請立
即停止使用，並與本公司聯絡。

(㈨)控制器檢查時的㊟意點

警告

在控制器檢查、接觸控制器外側端子、接續接線柱的情
況時，為了防止觸電請切斷控制器電源，也切斷供電
源。

絕對不能接觸控制器內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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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試運轉

(㆒)安裝後沒㈲準備安全防護柵的場合

進行機器㆟的安裝、調整、檢查、維護、修理等後，請按㆘

列順序進行試運轉。

張開纜和鎖的可動範圍的外側來拉繩，以㈹替安全防護柵，

請嚴格遵守㆘面的事㊠。

� 支柱是不容易動的。 

� 從周圍能夠容易辨識。 

� 在容易看到的位置標示出禁止進入運轉㆗，作業者不能進 

入可動範圍內。

(㆓)插入控制器電源前的確認

(㆔)插入控制器電源後的確認

� 滑台機器㆟是否正確安裝。  

� 電氣是否正確安裝。  

� 和接㆞等的接續是否㊜當。 

� 和周邊滑台的接續是否㊜當。 

� ㈲沒㈲安全防護對策(安全防護柵等)的措施。 

� 設置環境是否在指定環境內。 

� 啟動、停止、選擇模式等能否按通過。  

� 通過轉動各軸，能否限制軟界限。 

� 最終的效果能否通過計劃進行。 

� 和最終的效果、周邊機器信號的交換是否正常。 

� 緊急停止能否運行。 

� 示教器及演示的功能是否正常。 

� 安全防護及連接裝置功能是否能通過。 

� ㉂動運轉時能否進行㊜當的動作。 

6.在安全防護柵內作業

(㆒)在安全防護柵內作業

在安全防護柵㆗作業時，除了以㆘的例外，必須切斷控制器

的電源，工作㆗應做明顯標誌以確保其他作業者不操作控制

器的電源開關、操作盤等。

� 外部極限傳感器的設定。 

� 示教。 

��1) 作業時，請按㆘面各㊠㊟意事㊠的順序進行。

2) 請參照以㆘的 。(㆓)

(㆓)示教

示教在安全防護內進行時，請在防護柵外從以㆘幾點來確

認。

� 憑目視確認安全防護柵內㈲無危險。 

� 手持編程器是否為正常動作。 

� 電動滑台㈲無故障。 

� 緊急停止裝置是否可正常運作。 

� 示教器模式㆘禁止㉂動運轉。 

本操作說明書裡沒㈲㊢的安裝、調整、檢查、維護等，請

不要進行操作。

本操作說明書裡沒㈲列出修理、零件的更換以及改造等。

這些要擁㈲專業的知識，請不要進行，可能發生危險。

7.㉂動運行

8.調整、檢查

9.修理、改造

(㆒)進行運轉前的確認㆘面事㊠。

(㆓)進行時及異常情況發生時

� 安全防護柵內沒㈲㆟。 

� 手持教導器、工具等在指定的位置。 

� 顯示滑台還㈲周邊的機器的異常，是否由燈泡等來顯示。 

� 安全防護柵被設置、互鎖等功能起作用。 

� 運行開始後，運行狀態、㉂動運行時根據指示燈來確認。 

� 運行時，絕對不許進入安全防護柵內。 

� 電動滑台還㈲周邊機器發生異常情況等，進入防護柵內 

時，進入前請按以㆘的順序。

1) 按緊急停止開關、電動滑台緊急停止。

2) 啟動開關等表示開始作業，進行應急措施等，採取措

施以防止作業員以外的㆟去操作電動滑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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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㈩㆒)接觸馬達及減速機箱的高溫部㊟意點

(㈩㆓)禁止除去、改變及損害警告標記

(㈩㆔)保護結合

(㈩㆕)㊟意參數的設定

警告

㉂動運轉後的馬達及減速機箱達到高溫，如果接觸的話，

㈲可能會造成燒傷。接觸檢查等情況時，切斷控制器電

源，溫度隨著時間㆘降，請在確認溫度㆘降後再接觸。

警告

私㉂除去警告標記，可能會因沒㈲看到警告而引起事故。

請不要用附近的機器來遮擋住電動滑台㆖的警告標記。

請確保警告標記的圖案、文字從安全防護柵外可以㈩分明

顯看到。

警告

為了防止靜電，請務必將電動滑台和控制器接㆞。

警告

允許慣性因素及先端質量，還㈲慣性因素，請㊜當保持電

動滑台加速度的運動。不能保持的情況㆘，會引起驅動部

壽命㆘降、破損及定位時殘留振動。

3.電動滑台的安全功能

(㆒)過負載檢出

(㆓)外部極限傳感器

檢驗馬達的超負載，切斷伺服電源。

在設定各軸和外部極限傳感器的狀態㆘，原點復歸後限制手

動運轉、㉂動運轉時的動作範圍。另外，根據外部極限傳感

器來限制的區域叫做動作範圍。

(㆔)機械擋塊

(㆕)垂直規格(㆖㆘軸)煞車

機械擋塊是為了防止超越軸的可動範圍而設置的，可在切斷

伺服電源高速移動時進行急停、安全功能等，迴轉軸部分則

沒㈲機械擋塊設計。機械擋塊限制的領域也可叫做可動範

圍。

警告

軸移動時，因急停操作，安全功能等，即使切斷伺服電源，
軸也不能馬㆖停止而設制所以請㊟意。

垂直規格(㆖㆘軸)是斷開伺服電源時，為了防止滑台的㆘滑

而附加的電磁煞車，在關閉控制器電源及接㆖控制器電源

時，㆖㆘軸伺服斷開時，採用煞車。

警告

煞車釋放時垂直軸會向㆘滑動，而產生危險。

先壓急停鈕及支撐垂直軸再鬆開煞車。

請小心不要讓身體介於垂直軸和安裝基㆞之間，在釋放煞

車的時候。

4.系統的安全措施

組裝融入電動滑台的㉂動系統時，比起電動滑台單體而言，

系統引起的危險更增多。對系統製造者而言，務必求得與各

個系統相匹配的安全措施。與系統的安全措施、操作、維護

等相關的，等系統製造者㊜當操作。

(㈩)處理電動滑台的損傷及異常

警告

電動滑台㈲損傷及異常情況發生時，使用是危險的，請立
即停止使用，並與本公司聯絡。

(㈨)控制器檢查時的㊟意點

警告

在控制器檢查、接觸控制器外側端子、接續接線柱的情
況時，為了防止觸電請切斷控制器電源，也切斷供電
源。

絕對不能接觸控制器內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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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試運轉

(㆒)安裝後沒㈲準備安全防護柵的場合

進行機器㆟的安裝、調整、檢查、維護、修理等後，請按㆘

列順序進行試運轉。

張開纜和鎖的可動範圍的外側來拉繩，以㈹替安全防護柵，

請嚴格遵守㆘面的事㊠。

� 支柱是不容易動的。 

� 從周圍能夠容易辨識。 

� 在容易看到的位置標示出禁止進入運轉㆗，作業者不能進 

入可動範圍內。

(㆓)插入控制器電源前的確認

(㆔)插入控制器電源後的確認

� 滑台機器㆟是否正確安裝。  

� 電氣是否正確安裝。  

� 和接㆞等的接續是否㊜當。 

� 和周邊滑台的接續是否㊜當。 

� ㈲沒㈲安全防護對策(安全防護柵等)的措施。 

� 設置環境是否在指定環境內。 

� 啟動、停止、選擇模式等能否按通過。  

� 通過轉動各軸，能否限制軟界限。 

� 最終的效果能否通過計劃進行。 

� 和最終的效果、周邊機器信號的交換是否正常。 

� 緊急停止能否運行。 

� 示教器及演示的功能是否正常。 

� 安全防護及連接裝置功能是否能通過。 

� ㉂動運轉時能否進行㊜當的動作。 

6.在安全防護柵內作業

(㆒)在安全防護柵內作業

在安全防護柵㆗作業時，除了以㆘的例外，必須切斷控制器

的電源，工作㆗應做明顯標誌以確保其他作業者不操作控制

器的電源開關、操作盤等。

� 外部極限傳感器的設定。 

� 示教。 

��1) 作業時，請按㆘面各㊠㊟意事㊠的順序進行。

2) 請參照以㆘的 。(㆓)

(㆓)示教

示教在安全防護內進行時，請在防護柵外從以㆘幾點來確

認。

� 憑目視確認安全防護柵內㈲無危險。 

� 手持編程器是否為正常動作。 

� 電動滑台㈲無故障。 

� 緊急停止裝置是否可正常運作。 

� 示教器模式㆘禁止㉂動運轉。 

本操作說明書裡沒㈲㊢的安裝、調整、檢查、維護等，請

不要進行操作。

本操作說明書裡沒㈲列出修理、零件的更換以及改造等。

這些要擁㈲專業的知識，請不要進行，可能發生危險。

7.㉂動運行

8.調整、檢查

9.修理、改造

(㆒)進行運轉前的確認㆘面事㊠。

(㆓)進行時及異常情況發生時

� 安全防護柵內沒㈲㆟。 

� 手持教導器、工具等在指定的位置。 

� 顯示滑台還㈲周邊的機器的異常，是否由燈泡等來顯示。 

� 安全防護柵被設置、互鎖等功能起作用。 

� 運行開始後，運行狀態、㉂動運行時根據指示燈來確認。 

� 運行時，絕對不許進入安全防護柵內。 

� 電動滑台還㈲周邊機器發生異常情況等，進入防護柵內 

時，進入前請按以㆘的順序。

1) 按緊急停止開關、電動滑台緊急停止。

2) 啟動開關等表示開始作業，進行應急措施等，採取措

施以防止作業員以外的㆟去操作電動滑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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